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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KG90c

手机配件请使用 公司提供的正品，因为使用非本公

司提供的正品而引起的手机不良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为了防止事故或危险的发生，在使用手机之前请务必阅读

“安全注意事项”以确保正确的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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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手册中所述内容与您的话机不符，请以话机为准。LG保留在不预先通知的情

况下修改本手册的权利。本公司拥有对手册内容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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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提前预防事故或危险，请务必遵守“安全注意事项”，阅读使用说明书后请妥善保管好，

以便随时查阅。

１.当手机被水弄湿时，请勿将手机放入加热器具（烤箱，微波炉等）内烘干。

-可能发生爆炸或使手机变形，也可能导致手机出现故障。

-当手机或电池被水、饮料等液体浸湿时，标签颜色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引起的故障，本公司将不提供免费的售

后服务，请谨慎使用。

2. 请不要在高温或潮湿的地方使用手机（工作温度：-20℃~50℃）。

-在浴室、桑拿房等高温、多湿的场所使用手机都可能成为电池爆炸或手机发生故障的原因。

3. 请将手机、充电器、电池等物品放置儿童不易接触到的地方保管。

-把电池放在嘴里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并且可能导致触电、电磁波泄漏等危险。

4. 请提防儿童吞咽产品的橡皮塞（耳机，手机底部的连接口等）。-会有窒息或堵塞食道的危险。

5. 请把产品上的橡皮塞按好，避免异物（沙子、灰尘、烟灰等）进入手机中。

6. 请勿将电池放在有直射光线的汽车玻璃等封闭高温的场所。 -有可能引起电池变形或故障，也有可能引发爆炸。

7. 请务必使用本公司提供的原装电池，勿将其用于其它公司的手机。-使用非原装的电池有可引发爆炸，还有可能造

成手机故障，这种情况下您将得不到免费的维修。

8. 请将废旧电池返回本公司或放在指定的回收点，不要放在家庭垃圾中。

9. 请不要随意拆卸手机，也不要让手机受到撞击。

10.手机充电时请不要打电话或接电话。-有可能引发触电或漏电性火灾。

11.请勿使用破损的电池；不要让非专业人员拆卸电池；不要焚烧电池；不要对电池进行短路。避免电池的接触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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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部位）和项链，硬币等金属导体接触；避免让动物啃咬或用钉子等尖锐的物品碰击电池。

-电池短路时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请务必禁止。

12. 擦拭手机时请勿使用化学物质（酒精、苯、稀释剂等）或洗剂。-有可能引发火灾。

清洁手机和充电器时，请用柔软的布条轻轻擦拭。

13. 驾驶时，请不要进行拨打电话或查找电话号码等手机操作。在紧急情况下请使用免提或停车通话。

14. 乘车时，请不要将手机放在保险气囊上，也不要给手机设置免提。－保险气囊破裂会引发重大事故。

15. 在飞机上应关闭手机。请遵守任何相关的限制规定。－手机会对飞机产生干扰。

16. 在任何有特殊规定的场所请关机。例如，在医院内请关机。

- 手机会对心脏起搏器和助听器等电子医疗设备造成干扰。

17. 电源线一定要插紧避免松动，拔出时请握紧充电插口两边的插销。

-连接不稳定时，绝缘导体的部分断裂，有可能引起发热、火灾等事故。

18. 请勿损坏（加工、强制弯曲、扭转、强拉、插入隙缝、加热、折断）电源线，若连接插头的部位太松，请勿使用。

-电源线破损，会引起火灾，触电等。

19. 请勿在电源线上面放置沉重物品。-有引发火灾，触电的危险。

20. 手机的挂链被地铁门或汽车门夹住时非常危险，请务必注意。

21. 进行红外线通信时，请不要直视红外线端口（只针对支持红外线通信的手机）。

-用眼睛看红外线端口会损伤眼睛。

22. 使用闪光灯时，当光线直射眼睛时，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甚至导致失明，请务必注意。

23. 手机接触耳朵时请不要开机或关机。-会影响听觉。

24. 暴风、雷击及闪电现象严重时，请停止使用手机，并且将电源线和充电器拔出。

-有可能因雷击而引起严重的损伤，也可能引发火灾。

25. 在易爆地区请勿使用手机。-手机会对高频仪器产生影响。在加油站时请关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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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手机被湿时，请务必不要开机，不要用湿手触摸手机、天线（仅对于存在外置天线的手机）和电源线。

27. 通话时，请不要用手触摸天线或让其接触身体部位。长时间通话时手机会发热，通话性能会降低。

28. 信用卡 、电话卡、存折、乘车卡等带有磁性的物品，请勿放在手机附近。-手机的磁性会破坏卡上的信息。

29. 避免手机被震动或撞击，不使用或不携带时，请拔掉电源线放置不易掉落的安全位置保管。

30. 请不要用力将手机从高处抛下，也不能用力拍打或摇晃手机。-手机可能出现破损，内部电路板可能被破坏。

31. 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时，请将手机设置为振动，以免影响他人。

32. 请勿在手机上涂颜色。-会破坏手机外观或引起手机故障。手机外部的涂料脱落，出现过敏反应时，请立即停止使用

手机并咨询医生。

33. 手机中存储的数据请另行记录保管。

-由于用户的失误或对手机进行维修、升级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可能必须删除手机上存储的一些重要信息（铃

声、文字/语音短信、图片等会被初始化），所以请对电话号码等重要信息做提前记录。

-数据丢失引起的损失，制造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注意使用。

34. 请不要在灰尘多的地方给手机充电，电源线不要放在加热器具附近。

35. 清洁手机时，请先拔出电源线，然后将附着在电源插头部位的灰尘等擦干净。

36. 当周围的环境异常（高温，多湿等）时，电池的自动保护电路就会启动，电源将被切断。

37. 电池长期不使用时，请充电后在室温下保管。-长期不使用的电池重新使用时，请先充满电。在太冷或太热的地方无

法充电，并且即使是充满电的电池，也会因为自然放电现象而慢慢把电放掉，使用时间变短。

38. 该手机为符合电磁波人体保护标准的产品，为了您的健康与安全，请使用浪潮LG公司提供的原装产品。

-否则，您的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39. 手机使用时，可能会受到一部分电子/通信产品的电磁波干扰，请注意。

40. 请勿用在手机使用说明书里没有提及的方法将手机和其它的装置进行连接。

41. 紧急通话只能在具备通话条件时才能拨打，所以请事先确认好电源是否充足和是否处于服务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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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产品中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注意:
⒈“O”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⒉“X”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⒊ 上述“X”标示的部品符合EU RoHS 法规.- 欧洲联盟议会制定了电子/电器产品中限制使用有害物质

的2002/95/EC法令。

* 

构成部品 环境安全使用期限

有毒有害物质成份及含量
部品名称

铅(Pb)  汞(Hg)             六价铬(Cr6+)    多溴联苯(PBB)  多溴二苯醚(PBDE)镉(Cd)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X             O O                   O                            O                            O

X             O O                   O                            O                            O

X             O O                   O                            O                            O

X             O O                   O                            O                            O

O            O O                   O                            O                            O

X             O O                   O                            O                            O

X             O O                   O                            O                            O

X             O O                   O                            O                            O

⒉构成部品别环境安全使用期限

为了对应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限制管理方法，提供如下包括电子产品部品名称及有

毒有害物质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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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向键

－上方向键

－OK键

听筒

按照菜单说明执行各种功能

选择菜单，确定选项，进入联通无限；
通话中录音

进入信息菜单

进入神奇宝典菜单

拨打或接听电话

话筒

返回上一级菜单，查找电话号码

确认快捷键的设置情况，从显示屏删
除文字或数字，返回上一级菜单目录

设置或解除振动模式（长按）

进入情景模式菜单

设定手机锁定模式（长按）

进入我的菜单

按

键

名

称
导航键 左右键上下键

－右方向键

－下方向键

－左上键

－右上键 －音量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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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滑盖上的按键是轻触式按键。使用轻触式按键前，请确保仔细阅读了“轻触

式按键警告”。

轻触式按键警告

轻触式按键

1. 请确保您的双手是清洁且干燥的。

- 避免双手表面残留水气或将轻触式按键置于潮湿的环境中。

2. 您无需大力按轻触式按键来使其正常工作。

- 避免用力撞击产品，以免损坏轻触式按键传感器。

3. 使用指尖准确轻按您所需的轻触式按键，请注意不要接触到具有其它功能

的按键。

4. 如果轻触式按键被手机盒或塑料盖住，那么它们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此外，

如果您使用轻触式按键时戴着手套，那么它们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5. 使轻触式按键表面远离金属或其它传导材料，因为接触它们将导致损坏。

6. 滑盖处于关闭状态时，若“锁定键盘”功能（菜单8-4-4）处于“激活”

状态，则合上滑盖轻触式按键指示灯及待机屏被关闭时，您可以打开滑盖

以解除锁定。若处于“解除”状态，则合上滑盖轻触式按键指示灯和待机

屏被关闭时，您可以按侧面的音量键。

滑盖处于打开状态时，当待机屏和轻触式按键指示灯都关闭时，按轻触式

按键不能打开待机屏和轻触式按键指示灯，您可以按数字键或侧面的按键

（音量键、MP3键和结束键）重新打开。

７. 通话中，为了防止无意接触轻触式按键，手机的自动防护功能就会启动，

您需要先按MP3键之后才能使用轻触式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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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射光线下可能会无法看清屏幕，请尽量不要在直射光线下使用。

打开或关闭手机电源，结束
通话，返回待机画面

内置天线安装部位

* 打电话时，请注意不要用手触摸安装内置天线的手机上端部位，可能会影响通话质量。

* 合上滑盖后，手机键盘将自动处于锁定状态。您需要先解锁才能使用手机

的各种功能。要解锁，请连按两次音量键。

注意

耳机插孔

（短按）进入MP3菜单
（长按）进入照相机菜单

显示通话地区信号强度

显示通话状态

显示正处于无法通话地区

使用国际漫游服务时显示

已设定振动模式功能

所有的声音都被设为最大音量

铃声和振动均停止，静音模式

一般模式

已设定闹钟功能

开启蓝牙功能时显示

显示目前电池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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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使用说明中出现的图片或照片，有可能与实物不符，请以实物为准。

手机 用户说明书

便携式充电器

立体声耳机标准电池

转接适配器

USB数据线
Link/Sync CD

蓝牙耳机

手机袋

挂绳

基本配件

其它可选配件

注意！
利用转接适配器可以同时连接耳机和便

携式充电器。请勿将USB数据线和转换

适配器连接使用，手机可能无法正常工

作，甚至可能引起手机故障。

＊请务必使用LG提供的原装配件。各个地区的基本配件组成可能不同，若有
任何疑问，请与我们的地区服务公司或代理查证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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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池从手机拔出时，请务必关掉手机电源，（开机状态下拔电池可能会造成信息丢失)。

电池的插拔

插入

将电池两侧和手机侧槽对正

后往上推，直到听见“咔嚓”

的响声。

侧槽

拔出

按住“分离按键”将电池

往下推。分离按键

卡的插拔

拔卡时，按箭头方

向从下往上推。

插卡方向应如图所示，

从上往下插入槽中。

插入

拔出

切脚部分应

在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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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充电

此面朝上

便携式充电器

将便携式充电器直接连接到手机（充电插口上所带的

塞子请勿拔掉）。

＊手机使用220V 50/60HZ的交流电进行充电。

充电所需时间(关机状态)

＊不同充电状态下的充电时间可能有所不同，如果电

池使用时间低于购买初期的一半以下，则应购买新

电池。

标准电池（800mAh）分类

180分钟时间

购买时的电池未被足量充电，应在把电池所带

的浮电用尽后，充4个小时左右。充电时间可能

会因为周围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关机状态下充满电时，在手机屏幕上显示“充

电结束!”的提示信息，并且电池格数不再循环闪

烁。

在开机状态下充满电时，电池格数

不再循环闪烁，整个电池图标不停

闪动。

电池快要用完时，手机上会显示“电量微弱请

充电”的提示窗口,并且电池图标会显示为 ，

同时不停闪烁。

再过一段时间后，手机会自动关机，以免电池

受损。请充完电后再使用。

充电过程中的充电状态提示
电池格数会循环闪烁

充满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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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连续通话时间和待机时间是由本公司实验室

在实际环境下测量出的，但由于电池待机时间受

多种因素影响，各个地区的待机时间可能会有所

不同。

[电池使用时间比较]            [以新电池为基准]

连续通话

连续待机

时

间

130分钟

120小时

状态
电池种类 标准电池（800mAh）

关于电池

电池使用时间受移动通信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

使用周围环境的温度、电池使用寿命和用户使用手

机所处区域的信号强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电池属于损耗品，购买时间越长，使用时间则越短。

如果使用时间下降到原来使用时间的一半以下，则

应购买新电池（保修期为购买后6个月内）。

使用最新锂电池或锂离子电池，最好在用完电池所带

的浮电后对电池进行长时间充电1~2次，每次4小时左右。

接电话时会消耗电池电量，此外使用游戏、上网等附

加功能或在无法接收信号的地方呆太长时间都会大量

耗电，缩短待机时间。

电池生产厂商信息

公司名称： LG化学（南京）信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LG产业园LG北路 1号

公司名称：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公司名称： 日本SONY株式会社

产 地： 日本

公司名称： 日本三洋株式会社

产 地： 日本

电池待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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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

若想开机，长按 ，

1. 如果卡设置了密码（PIN码），在开机时会出现要求

输入密码的窗口，只有输入正确的PIN码后才能使用

卡。购买时的PIN码为：1234。

2. 手机有异常或无法正常开机时，请拔出电池再插入，

等待5秒钟左右后再开机。

3. 输入PIN码时，若连续输错三次，卡就会被锁死，您

必须到网络服务商处解锁。为了防止给您带来不便，

请另行记录密码或不要轻易开启此项功能。

关机

若想关机，长按 ，直到出现关机画面。

拨打电话

直接拨号法

在待机画面，用数字键输入号码（外地座机号码

前要输入区号），按 。若要结束通话，合上滑

盖或按 。

在待机画面按 ，就会出现所有通话记录列

表，用上下键选择电话号码，按 拨打。

* 在所有通话列表目录中最多可以保存并显示

120个电话号码，已保存在电话本的号码，可

以显示保存的号码和姓名，未保存的号码，

仅显示电话号码。

* 手机的情景模式被设置为振动或静音时，就会无声地

关机。

1. 您的电话卡需要先开通国际长途业务，请联系当地的

网络服务商为您开通。

2. 在待机画面长按 输入“+”，输入国家代码

（如82，86 ），然后输入电话号码，最后按 。

按 按键时出现的图标

:  已接来电显示

:  未接来电显示

:  已拨电话显示

:  来电拒接显示

:  表示通话中备忘录

:  表示3方通话

:  通话中等待显示

直到出现开机画面。

通过所有通话记录拨打

如何拨打国际长途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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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置的来电接听方式（菜单3-6-1）接听电话。若设置

为按任意键接听，则来电时，按除了结束键 和音量键

外的任何键都可以接听来电。

* 无论设置了何种来电接听方式，来电时都可以按 接听。

* 若有耳机连接到手机，则在按下耳机的通话按键 后

也可以接听来电，此时，即使合上滑盖也能继续通电话。

通话中也能进行各种手机操作的功能。

通话中先按 再按 ，用上下键选择项目，按

OK键确定。

通话中菜单功能

发送本机号码

通话中可以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的功能。

解除发信音

可在通话中静音，启用这个功能后，对方听不见您的声音，

但您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

若想激活发信音，再按一次 +    +     。

查找电话本

可在通话中检索保存在电话本的内容。

存储

通话中保存电话号码的功能。用左右键选择存储位置（手

机/UIM卡）后，输入相关信息。

查找日程

移动到日历表。

接电话

通话中备忘录功能

通话中记录电话号码的功能。

通话中，按 备忘录，输入需要记录的号码后按OK

键存储。

通话中录音功能

录制通话内容的功能。

通话中，按OK键，再按一次OK键进行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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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书写顺序，输入汉字笔划的输入法。

笔划输入法

例）输入“和”，按 ，选择笔划，按 输入“撇”

按 选择“和”，按OK键确定。

例）输入“LG”，按 ，选择英大,按 三下输入

“L”—〉按 一下输入“G”

例）输入“lg”，按 ，选择英小，按 三下输入

“l”—〉按 一下输入“g”

英小/英大输入法

注意！

1. 输入文本时，可以按 切换输入法，按 选择符

号、^.^ (表情符号）等。

例）输入“$”按 选择符号，按两次 键，再

按 。

例）输入“**^.^**”按 选择^.^后将 键按三次，

最后按 。

2. 在输入文本画面，可以用导航键将光标上下左右移动，

可方便地删除或插入文字。若要在已输入的文本中输

入空格，可以按 选择符号，按 ；若要在输入

的文本后插入，可以按 。

笔划 第一笔划 范例 笔划 第一笔划 范例

八 你 所 家 狗 豹

中 业

小 水 打

王 十 在

次 红 刁

写 字 皮

口 已 户

包 力 羽

又 之 社

及 廷

队 那 部

乃 奶 扬

心 必

专
已 也 毛
四 西

马 与 张

鼎
山 巨 屯
去 约 能
女 巡 巢

英文输入法
例）输入“work”， 按 ，选择英文，

按 按 按上下键选择“work”后按OK

键确定。

拼音输入法
例）输入“人民”， 按 ，选择拼音，

按 按 按 按 。

按 ，选择数字，按数字键输入。

数字输入法

使用手机时，经常需要输入文本，如写短信，输入电话本中

要存储的名字，编写备忘录等。

您可以选择拼音、数字、英小、英大、英文和笔划六种输入

文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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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服务商的支持下，您可利用手机收发文字短信息，

语音短信和互动短信。

如果您正在通话中收到了信息，手机会发出特定的提示

音提醒您。在待机模式按 键可直接进入信息菜单。

写短信 菜单(1-1)

您可以创建文本信息发送到其它的手机中。

3.

1.

直接输入收信人电话号码或者输入数字以后

按查找键在电话本搜索包含该数字的号码或

者按选项键选择1.最近号码，从最近号码目

录中选择。

输入短信息内容。

您可以输入多达70个汉字或160个英文字符。

关于如何输入文本的详细内容，请参考16页。

按下方向键，用左右键选择存储（是/否），

按下方向键，用左右键选择短信息级别，按

OK键确定。

收信箱 菜单(1-2)

收信箱的短信保存在手机里，最多可保存300条。当收

信箱中有尚未阅读的信息时，图标显示为 。

*

用上下键选择要查看的短信息，按OK键查看。想

回复时，按OK键。

* 选择短信息级别时，选择“一般/紧急/特急”

跟短信息发送速度无关，只是在收信人屏幕

上显示短信息级别“紧急/特急”。注：一般

短信级别不显示。

2.

预约短信 菜单(1-3)

注注意意！！

＊ 输入过去的时间，会出现预约时间不正确的警告。

＊ 合上滑盖时，到了预约时间短信会自动发送。

＊ 推开滑盖时，到了预约时间手机会提示您是否要发送短

信。若要发送按OK键，若不想发送按取消键，如果在

一分钟之内不做任何按键操作，短信会自动存储到失败

预约短信列表。总共可以保存20条预约短信（包括预约

短信和失败预约短信）。

预约短信：编辑预约短信。可以设置预约发送的

时间，编辑短信的内容。

预约短信列表：保存已经预约的要发送的短信。

失败预约短信列表：保存发送失败或取消发送的

预约短信。

预约短信是提前编辑并存储在手机中，到了预约时

间自动发送的文字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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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已发送的短信(保存在手机上)，需要有卡才能使用，

最多可存储50条短信。

发信箱 菜单(1-5)

收藏夹 菜单(1-4)

收藏夹的短信保存在卡里，不同卡的存储容量不同。

* 收藏夹中的短信可以和收信箱、发信箱里的短信相

互移动。

用来存储发送失败的短信，最多可存储5条短信。

您可以按OK键，重新编辑并发送存储的短信息，或者按

选择转发/全部删除。

*

草稿箱 菜单(1-6)

互动信箱 菜单(1-7)

从互动视界接收的通报短信, 通知用户到互动视界下载

铃声或图片等。在提示收件箱中查看并选择要阅读的信

息，则连接WAP，确认信息。

语音信箱 菜单(1-8)

如果接收到语音短信的话，可以按 确认语音邮

件，按 结束。

* 语音信箱密码和手机本身设定的密码不一样，因此

如果忘掉语音信箱密码，需咨询网络服务商。

接收语音信息后，提示语音信箱里有语音信息，并可以连

接确认。语音信箱功能需要网络支持，由于CDMA网络原

因，目前有些地区暂时无法使用此功能。

常用语 菜单(1-9)

编写短信时经常使用的句子，用户可以自行编辑存储。

用上下键选择句子后，按OK键查看，按 转发，

按 编辑。

删除短信 菜单(1-0)

可以清空收信箱/发信箱/收藏夹(需要卡支持)。

短信设置 菜单(1-*)

用于设定短信息收信提示等的相关操作和语音短信相

关操作状态（对于语音信箱操作，有些网络服务商可

能无法支持此项功能）。

与短信的发送速度无关，仅在收信画面上显示“紧

急”或“特急”，“一般”不显示。

短信息级别 菜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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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菜单(2-1)

1.

2.

3.

4.

用左右键选择存储位置（手机/UIM卡），若选择

“手机”，按下方向键后输入姓名。

用下方向键设置群组。

按下方向键输入手机/住宅/单位电话号码，按 设

置快捷键，按下方向键输入邮件地址、网址和地址。

＊ 只有保存在手机里的号码才能设置群组。未指定表

示没有选择群组。

6.

5.

按下方向键选择电话本用照片，按 后选择照

片。按下方向键选择来电铃声和短信提示音。

按下方向键输入备忘录信息。按下方向键选择生

日设置及来电显示画面。

查找 菜单(2-2)

按下方向键输入其他/传真号码，按下方向键选择

保密设置，若存储两个以上的号码，选择代表号

码后按OK键确认。按OK键存储。

＊ 在待机画面上按 键后输入所查姓名的第一个字

的首字母；或者在待机画面上直接输入电话号码的

部分数字后, 按 键查找电话号码。

选择“激活”的话，已发送的短信会在发信箱中备份。

存储信息 菜单(1-*-2)

若设置为“激活”状态，则短信发送后，会从系统接

收到关于短信发送情况的反馈信息。

短信回执 菜单(1-*-3)

设置和语音信息相关的各种操作。

语音邮件报警 菜单(1-*-4)

设置收信文本的字色。

文本颜色 菜单(1-*-5)

设置收信文本的背景。

背景画面 菜单(1-*-6)

仅提示收信：提示您接收到短信，不显示短信内容及

发信人号码等信息。

显示全部内容：显示短信内容、发信人号码等信息。

收信内容提示 菜单(1-*-7)

电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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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选择查找以下项目：

向所选择的号码发送短信的功能。

发送短信

所选号码保存在手机上并且尚未指定快捷键的，才会

显示此菜单。

指定快捷键

按群组查找

显示存储在UIM卡和手机上的所有电话号码列表。

指定为XX：自动设置快捷号码。

指定为〈XX〉：可以用左右键手动设置快捷键号码。

输入所查姓名的某个字进行检索的方法。

＊ 存储两个以上的电话号码时，请用左右键选择。

按姓名查找

输入所查号码的部分数字进行搜索的方法。

按号码查找

用左右键选择群组，用上下键选择要查找的号码。

全部列表

显示存储在UIM卡的所有电话号码列表。

UIM列表

删除存储在电话本上的号码。

删除

将存储的电话号码转换为名片形式的功能。

* 文字输入法请参考16页。

存到电子名片

群组设置 菜单(2-3)

可修改群组名、群组铃声和短信提示音。

用上下键选择欲添加成员的名称，按OK键选择，

按 完成。

用上下键选择欲添加成员的群组，按OK键选择，

按 添加。

群组管理 菜单(2-4)
可以添加或删除群组成员。

1.

2.

* 只有存储在手机上的号码才能作为成员被添加到群组。

若要删除群组成员，请按 选择删除/全部删除。3.

快捷键 菜单(2-5)

给电话号码设定快捷键后，可以用快捷键快速拨打电

话（可用1~99）。在待机画面按 可以确认快捷键

设置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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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记录 菜单(3-1)

显示最近接听过的电话号码列表。

显示最近拨打的电话。如果该号码已存储在电话本

中，已拨电话列表中会显示该号码的名称。

已拨电话 菜单(3-1-1)

已接来电 菜单(3-1-2)

* 如果快捷键为35，则先按 然后再长按 不

放，就可以迅速连接。

* 卡中存储的号码不能注册快捷键。

用上下键选择复制方式，按OK键选择。

◆ 复制到卡/复制到手机

1.

2.用上下键选择要复制的电话号码或按 选择全

部选择/取消全选，按OK键选择，按 完成。

3.用上下键选择是否清除原本，按OK键确定。

复制 菜单(2-6)

可以将卡中存储的号码和手机中存储的号码相互复

制。当存储在手机的号码为两个以上时，则只将设置

为代表号码的电话复制到卡上。

容量信息 菜单(2-7)

可以确认手机和UIM卡上可以存储的电话号码总量和

目前已存的号码数量，不同卡的存储数量不同。

删除电话本 菜单(2-8)

可以删除保存在电话本上的号码。

用上下键选择要删除的电话号码或按 选择

项目，按OK键确定。

1.

2.按 完成，用上下键选择是/否后按OK键确定。

* 只有存储在手机的电话号码才能指定快捷键。

按OK键+上下键选择快捷号码＋上下键选择电话

号码后按OK键。

如何添加快捷键？

按 +上下键选择号码变更/解除/解除全部快捷

键/查看快捷键。

怎样修改或删除快捷键？

通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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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最近没有接听到的电话号码列表。

未接来电 菜单(3-1-3)

在待机画面按 ，也可以方便地确认所有通话目录。

该功能可以在通话中临时保存一个电话号码或其它

数字信息。

* 怎样在通话中临时保存一个电话号码？

通话中，先按 再按 选择备忘录，输入电话

号码后按OK键存储。

通话中备忘录 菜单(3-1-4)

所有通话 菜单(3-1-5)

清除通话记录 菜单(3-1-6)

通话计时 菜单(3-2)

显示的通话时间跟实际收费的计费时间可能不同。

可以删除已拨、已接、未接的电话号码记录及通话中保

存的电话号码记录。

◆ 总通话时间：显示总通话时间和次数（包括来

电通话和拨出通话）。

◆ 拨出通话时间：可以查阅打出的总通话时间和

通话次数。

◆ 发送短信：可以查阅累计发送的短信个数。

呼叫转移 菜单(3-3)

可在用户无法应答来电的时候，将来电转移到预先设

置的其他号码。

◆ 无条件呼叫前转：将所有来电都转移到指定的电话号码。

◆ 遇忙呼叫前转：当手机占线时，将来电转移到指定号码。

◆ 无应答呼叫前转：对方不接听电话时，将来电转移到

指定号码。

◆ 隐含呼叫前转：手机占线或不接听电话时将来电

转移到指定的电话号码。

呼叫等待 菜单(3-4)

若激活呼叫等待功能，则通话中有其他来电时，手机

会用特殊的提示音提醒您。此时您可以暂时中断当前

的通话，接听来电。

若正在跟A通话，从B来电时，手机会发出“嘟嘟”

的声音，同时手机上显示B的电话号码。此时，您可

以按 和B通话，和A的通话会保持待机状态，若要

再和A通话可以按 。

拒接来电 菜单(3-5)

＊ 请输入密码（购买时为“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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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拒接电话号码，按下方向键输入其他拒接号

码，按OK键存储。

设定号码 菜单(3-5-1)

怎怎样样解解除除设设定定的的拒拒接接来来电电号号码码？？

菜单3-5，输入密码（购买时：0000），选择设定号码，

按 删除该号码，按OK键存储。

＊ 在待机画面按 ，在所有通话目录列表中选择

号码，然后按 ＋上下键选择“来电拒接”,也

可以设定拒接号码。

＊ 最多可设定3个拒接号码。如果已设定一个号码为

拒接状态，则该号码来电时，话机不会响铃或振

动提醒您，但在屏幕上会显示“拒接电话”的提

示信息及来电号码。

用上下键选择群组，按OK键选择，按 键完成。

设定群组 菜单(3-5-2)

＊ 从拒接号码或拒接群组来电话时，接听方式即使

设置为“滑盖接听”，推开滑盖时也不能接通电话，

必须按通话键。

怎怎样样解解除除设设定定的的拒拒接接群群组组？？

菜单3-5-2，用上下键选择要解除的拒接群组，按OK

键取消，按 完成。

◆ 滑盖接听：来电时推开滑盖，即可接通电话。

◆ 按任意键接听：来电时按除结束键 及音量键 外的

任意键接通电话。

◆ 仅拨号键接听：来电时按 才能接通电话。

通话设置 菜单(3-6)

来电接听方式 菜单(3-6-1)

在电话接通或挂断时发出提示音以提醒用户（情景模式被

设置为“一般模式”或“超强模式”时）。

连接提示音 菜单(3-6-2)

服务区域变化时发出通知，即在移动到可通话区域或无

法通话区域时发出提示音。

服务提示音 菜单(3-6-3)

通话时每次将要满1分钟（剩余10秒)时发出提示音。

１分钟提示音 菜单(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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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件 菜单(4-2)

下载 菜单(4-1)

保存从互联网或通过电脑下载的铃声、图片、流媒

体、卡拉OK等文件。并且可以将下载的文件作为手

机画面或铃声来选择。

默认图片 菜单(4-3)

购买手机时，手机本身附带的图片文件，用户可以

查看这些图片文件，并可以将其设置为待机画面/来

电画面/开机画面/关机画面。

1.

2.

3.

用上下键选择文件夹，按OK键确定

◆ 下载图片/下载铃声/摄像/流媒体/卡拉OK/电

子名片

按上下键选择要查看的文件，按OK键查看。

按 进行其它设置，按OK键确定。

默认铃声 菜单(4-4)

购买手机时，手机本身附带的铃声文件，用户可以

播放这些铃声文件，并可以将其设置为来电铃声/开

机铃声/关机铃声/提醒铃声/闹钟铃声。

管理拍摄的照片、摄像、下载的MP3音乐、录音文

件及电子名片。

彩e 菜单(5-1)

彩e是中国联通推出的“移动多媒体邮件业务”。若想

启动该功能，必须先进行注册（菜单5-1-7-3 ）。启

动该功能后，可以实现手机与手机、手机与互联网邮

箱之间邮件的互传。

1.

2.

3.

写邮件 菜单(5-1-1)

选择收件人，按OK键编辑，按OK键后输入收件

人地址，按OK键存储，按 确定。

按下方向键选择主题，按OK键编辑，输入内容后

按OK键存储。

＊ 最多可添加5个附件，每个附件的容量最大为100K字节。

文字输入法请参考16页。

注意：

＊ 可作为附件的文件格式为

midi,qcp,mp3,mp4和3gp，除此之外，其它形式的文件

也可以添加，但在手机中无法操作。

jpg,png,gif,wbmp,bmp,pmd,

按下方向键选择附件，按OK键，用上下键选择。

若选择“1选择附件”，按OK键添加，选择要添加

的附件，按OK键确定。

*

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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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方向键选择正文，输入内容后按OK键存储。

按 发送(正文内容最多5000个汉字，10000个

英文字母)。

4.

收件箱 菜单(5-1-2)

收件箱（全部文件夹）中最多可以保存250封邮件（限

256K字节以内）。

发件箱 菜单(5-1-3)

保存未发送的邮件，最多可以保存120封邮件，邮件

正文容量可达128K字节。

＊ 接收的电子邮件，若没有其它设置，则保存在主文件夹。 若

添加过滤规则（指定收信人）则邮件会保存到相应的文件夹。

检查新邮件 菜单(5-1-4)

如果有未接收的新邮件，在显示连接画面以后手机会

自动接收新邮件，邮件接收过程中，按 停止接收。

邮件接收完毕后按OK键确定。

文件夹 菜单(5-1-5)

起保管附件的作用，下载的图片、铃声、流媒体等文

件，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和摄像文件，以及手机附带的

铃声和图片文件。

神奇宝典 菜单(5-2)

联通在信 菜单(5-3)

通过联通在信服务，您可以查询或定制天气预报、航班信

息等联通推出的各种服务。

神奇宝典是中国联通推出的应用下载平台，可以向

用户提供游戏、动画等丰富的信息资源。

进入神奇宝典功能后，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应用服务。

多媒体编辑 菜单(5-1-６)

新建并查看多媒体文件。

1.

2.

新建多媒体：通过插入图象、音乐和编辑文字，可以

新建多媒体文件。

打开多媒体：查看多媒体文件。

邮件设置 菜单(5-1-7)

可以设置邮件的发送和接收状态，还可以进行邮箱的注

册和注销等操作。关于开通并使用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

于网络服务提供商联系。

＊ 联通在信菜单存储在UIM卡中，因此手机显示的实际

菜单可能会因为卡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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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音街 菜单(5-6)

◆ 丽音点送：语音节目，精彩段子收听和点送热线，

拨打10155。

◆ 短信听取：点对点语音短信，给朋友发送语音留

言业务，拨打10158。

◆ 丽音随声听：流行金曲，精彩故事一网打尽，拨

打10159，有疑问，请联系10010。

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视、音频服务的手机增值业务。

使用视讯新干线业务，可以在手机上收看实时直播的电

视节目，欣赏经典的音乐等，还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声

频及视频文件。

通过视讯新干线下载的文件可以在文档（菜单5-5-1-1）

中查看。

视讯新干线 菜单(5-4)

我的文档 菜单(5-5)

保管下载的铃声、图片文件，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和

摄像以及手机默认的图片和铃声文件。

＊选择更多铃声/更多图片时，可连接到WAP下

载铃声或图片。

网络设置 菜单(5-8)

请输入密码(购买时：0000)。

书签 菜单(5-７)

相当于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中的收藏夹，可以保

存您所喜欢的网址，以后就可以通过按“连接”键直

接进入这些网站。

数据速率设置 菜单(5-8-1)

＊从手机接入到互联网时，可以选择高速和低速两种模式。

互动视界设置 菜单(5-8-2)

＊可确认当前互动视界的服务器及持续时间并可以重

新设置。

＊不要随意修改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操作有误时，将不能与网络正常连接，请按照

正确的步骤操作。

＊请务必在咨询当地的网络服务商后再进行修改。

设置下载服务器的功能。

神奇宝典设置 菜单(5-8-3)

视讯新干线设置 菜单(5-8-4)

设置在线播放VOD（流媒体) 时的快进/后退时间。

您可以选择10秒/20秒/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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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利用手机内置的数码相机拍摄照片或录制视频短

片。拍摄的照片或摄像文件可以存储在手机中，并可以

设置为手机的待机画面等。您还可以通过蓝牙、彩e将拍

摄的照片和摄像文件发送给其他人。

摄影键

摄像头 闪光灯

为安全有效的使用照相机功能，使用前请先仔细阅读下

列注意事项:

1. 使用照相或摄像功能时，请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尊

重他人隐私及合法权益。

2. 为取得清晰的照片，拍照时请不要晃动，停稳后按摄

影键。

3. 拍照时，请先调整您和拍摄对象的距离（至少在10cm

以上）。

4. 请不要随意拆卸摄像头，会引起手机的故障，也有可

能引发触电或漏电性火灾。

5. 请注意不要让手机受到撞击，清洁手机的摄像头时，

请用柔软的布条轻轻擦拭。

6. 照相机使用时，手机电量消耗很大，如果屏幕上端的电

池图标显示为 ，请充电后再使用。

7. 手机的情景模式即使被设置为振动或静音，进行拍照和

摄像时，依然能听到快门音。

8. 在使用数码相机的过程中如果突然断开电源，存储的文

件可能会消失或者被初始化，请谨慎使用。

照相 菜单(6-1-1)

推开滑盖时：

在待机面长按 也可以进入照相机菜单，选择菜

单1.照相，按OK键。

1. 按OK键进行拍照，想要存储照片时，请再按一

次OK键。如果在相机设置中设置自动存储的话，

拍照后照片将会被自动存储。

2. 按左右键调节屏幕的亮度。按上下键设置屏幕

缩放。

* 显像度为1280×960时，不能使用缩放功能。

3. 按 更改相机设置。

按左右键选择项目，用上下键更改设置。

* 只有当显像度设置为320×240/176×220/电话

本时才能选择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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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OK键进行摄像，再按一次则停止摄像。若要

存储摄像请按OK键。

* 设置为传送用后进行摄像时，摄像时间会受到

限制，摄像屏幕上端会出现摄像进程提示条。

* 按 选择传送用/通用。

2. 按左右键选择设置项目，用上下键更改设置。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背景（01~40）拍摄趣味照片。

1. 按 选择背景，按OK键完成拍照，再按一次OK键则

存储照片。

2. 按左右键选择设置项目，用上下键更改设置。

用来存储、查看已拍摄的照片，还可以将照片设置为壁纸

还可以将照片通过彩e或蓝牙发送给其他人。

按导航键选择所需的照片，按 用上下键选择操作项目。

摄像 菜单(6-1-2)

趣味拍照 菜单(6-1-3)

我的相册 菜单(6-1-4)

存储拍摄的摄像文件。可以将存储的摄像通过彩e发送给其

他人，还可以设置为待机画面等。

我的摄像 菜单(6-1-5)

可以将存储的照片进行多样的幻灯片效果设置，从而获

得新奇的视觉效果。还可以将幻灯片设置为待机画面。

1. 按 添加幻灯片，按 添加，用左右键选择

照片后按OK键选择。

2. 按OK键存储幻灯片。按 用上下键选择操作项目：

删除/重命名/效果/主画面/全部删除。

* 效果：可以设置类似幻灯片放映的各种效果。

显示编辑 菜单(6-1-6)

可以在照片上添加文字并且可以合成照片。

1. 按左右键选择照片，按OK键进行编辑。

2. 按下方向键选择亮度/彩度/滤镜/明度，按左右键设

置，按OK键存储。

* 通过滤镜设置可以使照片呈现出新奇多样的视觉效果。

3. 按 选择文字设计/照片合成。

4. 按 网格，可以浏览照片。

照片编辑 菜单(6-1-7)

按导航键选择所需的摄像文件，按 用上下键选择操

作项目，按OK键。

如如何何设设计计文文字字？？

1. 用左右键选择照片，按 ，选择“文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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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防止别人随意查看相册中存储的照片和摄像文件。激

活此功能后，您需要先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查看相册中存

储的照片及摄像。

将相机的设置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

相机设置初始化 菜单(6-1-8-5)

若设置了该功能，拍摄的照片或录像将自动存储。

设置拍照时的效果音。

可以删除相册、摄像册里的照片和摄像文件。

相机设置 菜单(6-1-8)

自动存储 菜单(6-1-8-1)

快门音效 菜单(6-1-8-2)

删除相册 菜单(6-1-8-3)

锁定全部相册 菜单(6-1-8-4)

＊ 请输入密码（购买时为“0000”）。

＊ 请输入密码（购买时为“0000”）。

＊ 请输入密码（购买时为“0000”）。

* 必须要有下载的MP3音乐。

播放MP3音乐时：

长按左右键，调节快进/后退。短按左右键，移动到前

一首/下一首曲目（如果曲目播放时间在３秒以内，按

左方向键则返回到前一首歌曲，如果曲目播放时间在３

秒以上，按左方向键则返回播放曲目的开头）。

MP3 菜单(6-2)

MP3音乐盒 菜单(6-2-1)

保存并可以播放下载的MP3音乐。

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按 键可以查看歌曲目录。

按 键可以设置播放全部/循环播放全部/播放单首/

循环播放单首/随即播放。

按OK键设置播放/暂停。

按下方向键结束MP3播放。

●

●

●

●

●

2. 输入要在照片上显示的文字后，设置文字的字体色/

字体/效果/大小/背景色.

如如何何进进行行照照片片合合成成？？

1. 用左右键选择背景照片。

2. 按 选择“照片合成”。

3. 选择要剪切的照片。用导航键选择要剪切的部分。

按 可以更改剪切区域的样式及大小等。按OK键

剪切。

4. 移动剪切部分在背景照片的位置后，按OK键存储。

只有把“字体”设置为“气球形状1~3”时，才能对

背景色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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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管箱 菜单(6-2-2)

如何将MP3音乐保存到我的保管箱？

在MP3音乐盒中按 ，选择“保管箱设置”，用上下键

选择要保存到保管箱的音乐，按OK键选择，若想取消选

择再按一次OK键，按 完成。

MP3设置 菜单(6-2-3)

MP3播放画面：播放MP3时显示的画面。

滑盖设置：

- 结束播放：合上滑盖则停止播放MP3音乐。

- 维持播放：播放MP3时合上滑盖也能继续播放

音乐。

MP3定时器：设置MP3音乐的持续播放时间。

流媒体连接 菜单(6-3-1)

连接到视讯新干线网页并可以下载、在线观看流媒体文件。

流媒体收信箱 菜单(6-3-2)

滑盖设置 菜单(6-3-3)

结束播放：播放流媒体文件时，合上滑盖则停

止播放文件。

维持播放：播放流媒体文件时，合上滑盖也能

继续播放文件。

新录音：开始录音功能。按OK键开始录音，若

想停止录音再按OK键，最后按OK键

保存录音。

保存通过连接视讯新干线下载的流媒体文件，可以播放

流媒体文件并将其设置为待机画面。

存储流媒体文件的功能。您可以播放流媒体文件，

若要进行其他设置，请按 。

流媒体 菜单(6-3)

录音 菜单(6-４)

◆
◆

◆

◆

录音设置 ：

-自动存储：设置录音结束后是否自动保存录

音记录。

-回放速度：设置录音文件的播放速度。

-声感：外界没有声音或噪音时，设置录音是

否自动停止的功能。

-恢复设置：将录音设置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

◆

◆

按上下键选择游戏,动物乐园/狂热的万圣节.

游戏 菜单(6-5)

按音量键 调节游戏音量。若想暂停游戏请按*

◆

◆

录音记录 : 显示已保存的录音记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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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下键选择卡拉OK歌曲，按OK键播放。

保管并可以播放下载的卡拉OK歌曲，并可以将其作

为铃声来选择。

必须先下载并存储卡拉OK歌曲后才能使用此功能。*

：选择音调/速度， 用 和 调节。

：设置播放/暂停。

：移动到前一首曲目/后一首曲目。

卡拉OK 菜单(6-6)

日程表 菜单(7-1)

1.

2.

3.

4.

用导航键选择所需的日期，按OK键。

按 添加日程。

输入内容，文字输入法请参考16页。按下方向键

选择开始，用数字键输入日程的开始日期及时间。

按下方向键选择结束，用数字键输入日程的结

束日期及时间。

按下方向键选择提示，若选择设置，则需要输入时间。

按下方向键选择反复，若设置了反复则继续以下的操

作。

按下方向键选择反复结束，进行设置后按OK键存储。

按下方向键选择选项，设置反复的周期。

预定工作 菜单(7-2)

可以记录您计划要做的事情，并在预定时间向您发

出提醒。

如何添加新预定工作？

您可以将重要日程登记在日程表中，这样到了登

记的日期和时间手机就会提示您。

添加日程操作步骤：

5.

6.

7.

按 添加，输入内容，

必须要有内容，文字输入法请参考16页。

按下方向键选择重要，用左右键选择重要度级别。

按下方向键选择完成，用左右键选择完成进度。

按下方向键选择期间，用左右键设置。

按下方向键选择提示，用数字键输入提示时间。

1.

2.

*

3.

4.

5.

* 存储后可以在预定工作列表中确认，最多可以存

储80条预定工作记录。

管理器

节假日 菜单(7-3)

登记节假日，到了登记日期会提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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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添加，输入内容后按OK键。

必须要有内容，文字输入法请参考16页。

用导航键选择日期，按OK键，按 添加。用左

右键选择阳历/阴历/闰月，按下方向键，用左右键

选择月/日，按数字键输入。

可以记录并存储备忘信息（最多可存储40条）。

按下方向键后输入内容。

必须要有内容，文字输入方法请参考16页。

按下方向键设置提示，用左右键选择无/前日/今天。

按下方向键设置时间，按左右键选择时/分，按数字

键输入。用 选择上午/下午，若想修改，请按 。

5. 按下方向键选择假日，按左右键选择指定/未指定，

按OK键存储。

按 选择删除，按OK键选择“是”＋按OK

键确定。

怎么删除已保存的节假日记录？

1.

2.

3.

怎么修改已保存的节假日记录？

按下方向键选择铃声，按左右键或按 +导航键选

择音乐。

4.

2.

3.

用上下键在备忘录列表中选择要查看的项目，

按OK键，用左右键可以连续查看其它保存的备

忘录。

按 ，选择查找备忘录/背景设定/删除备忘

录/全部删除。

备忘录 菜单(7-4)

1.

倒计时 菜单(7-5)

按 添加，请输入内容。

2. 输入内容后按下方向键，输入日期，按左右键选

择年/月/日，按数字键输入。

＊必须要有内容，文字输入法请参考16页。

＊

＊

1.

按OK键查看，再按一次OK键编辑，重新编辑内容后，

按OK键存储。

＊倒计时记录最多可保存10个。

＊在待机画面上可以显示倒计时数据，按 选择“画面

显示设定”。被设定为待机画面显示的倒计时记录，在倒

计时目录列表中有对号标记显示。

＊倒计时目录显示倒计时的内容和时间。

＊设置倒计时的时间是已经过去的时间时显示为：“＋”

没过去的时间显示为：“－” 当日的时间显示为：“0”。

按OK键存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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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日期查询 菜单(7-6)

输入开始年/月/日，按左右键选择移动光标，

用数字键输入。

按下方向键，输入计划天数（如20日），在预定

日期栏中显示的就是计划天数过后的日期。

计算日期的功能。

用 添加倒计时，输入内容后按OK键。

1.

2.

3.

按 ，用上下键选择所需的项目，按OK键。

来电铃声/开机铃声/关机铃声/提醒铃声/闹钟铃声

1.

2. 按导航键选择所需的铃声，按OK键选择。

可以设置来电时手机的铃声类型。

铃声 菜单(8-1)

铃声类型 菜单(8-1-1)

设置

按上下键选择所需的效果音，按OK键选择。

来电提示：来电话时的手机提示类型。您可以选择

响铃/仅振动/静音/振动+响铃/响铃后

振动。

短信提示：收到短信时的提示类型。您可以选择响

铃/仅振动/响铃+振动/静音。

短信提示周期：设置来短信时的提示频率。可以设

置静音/一次/每2分钟一次。

互动短信提示：设置接收互动短信时的提示类型。

可以设置静音/一次。

彩e提示：设置接收到彩e邮件时的提示类型。可以

设置静音/一次。

设置铃声及各种效果音的音量大小。

用音量键 或 设置音量的大小。

按左右键或按 +上下键选择项目。

◆ 按键音/滑盖音/快门音/短信提示音/互动短信音

/彩e提示音

可以选择设置各种效果音。

1.

2.

效果设置 菜单(8-1-2)

提示方式设置 菜单(8-1-3)

音量设置 菜单(8-1-4)

屏幕 菜单(8-2-1)

用左右键选择项目

◆ 待机画面/来电画面/开机画面/关机画面。

1.

显示 菜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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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上下键选择图象画面，按OK键选择。

时钟/日历 菜单(8-2-2)

用左右键可以选择主画面＋时钟/待机画面/仅主画面/日

历＋时钟/国际时间/时钟，按OK键选择。

可以自由输入待机屏幕上显示的文字，并可以设置文字的

显示效果。

问候语 菜单(8-2-3)

设置手机9个顶级菜单的显示模式。可以设置栅格模式（黑

色）或弓形模式（银色）。

菜单风格 菜单(8-2-4)

拨号字体 菜单(8-2-5)

设置在待机画面，通过直接输入电话号码进行拨打电话时

的数字显示效果。可以设置数字的字体大小、字色和字体。

背景灯 菜单(8-2-6)

可以设置液晶显示屏和键盘的照明。

＊如设置为手动，可自行设置屏幕和键盘背景灯的点亮时间。

节电模式 菜单(8-3)

若选择“激活”, 则背景灯（菜单8-2-6）设置项中的

屏幕和按键，将被自动设为10秒、40%和5秒。

保密设置 菜单(8-4)

提供了众多安全选项，包括PIN码设置和功能锁定等。

访问保密菜单前，您要先输入密码（购买时：0000）

设置PIN 菜单(8-4-1)

通过激活此功能可以防止UIM卡被盗用。激活PIN

码后，每次开机手机会提示输入PIN码，只有输入

正确的PIN码才能使用卡（购买时：1234）。

* 如果您连续三次输入错误的PIN码，卡将被锁死，

您必须到卡服务商处解锁，为了防止给您带来不

便，建议您不要轻易激活此功能。

更改PIN 菜单(8-4-2)

您可以更改UIM卡的PIN密码。

* 必须先激活PIN码功能。

锁定手机 菜单(8-4-3)

激活后手机将被锁定，需要输入密码才能使用手机。

锁定键盘 菜单(8-4-4)

若选择“激活”,则合上滑盖时，触摸按键就会被锁定，

必须推开滑盖才能解锁。

锁定拨打电话 菜单(8-4-5)

可以防止他人随意使用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开启此功能

后，拨打电话时手机会提示您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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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功能区 菜单(8-4-6)

可以锁定功能区，若激活此功能，则使用功能区

的菜单时需要输入密码。

锁定电话本 菜单(8-4-7)

可以防止他人随意查看保存在电话本上的号码信息。

锁定信息 菜单(8-4-8)

可以防止他人使用信息功能。

锁定通话记录 菜单(8-4-9)

可以防止他人查看通话记录。

＊使用电话本时需要输入密码。

＊使用信息功能的菜单时需要输入密码。

紧急号码设置 菜单(8-4-0)

即使手机被锁定，紧急号码也可以拨打。

* 最多可设置2个紧急号码

更改密码 菜单(8-4-*)

更改手机的默认密码（0000）。

输入新密码→按OK键确定→重新输入新密码→

按OK键。

可以设置密码提示语，以便在忘记密码时提示您。

输入提示语，按OK键存储。

密码提示 菜单(8-4-#)

Language 菜单(8-5)
可以在中英文中选择电话机的语言（购买时为“中文”）。

默认输入法 菜单(8-6)

可以设置默认的文本输入法（购买时的默认输入

法为“拼音”）。

乘机模式 菜单(8-7)

激活乘机模式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会有稍微的

不准确，是因为在此种模式下手机和网络的交换

被切断而导致的，并非手机故障。

内存状态 菜单(8-8)
可以确认手机的容量信息以及对内存进行初始化。

可以将全部、电话本、短信、下载图片、下载铃声、

流媒体、卡拉OK、电子名片、照片、摄像、MP3、

录音记录、多媒体、彩e占用的内存恢复到出厂时的

设置状态。输入密码（购买时：0000）

注意：初始化内存后手机将会重启。

内存信息 菜单(8-8-1)

确认手机内存总容量及内存占用状态。

初始化内存 菜单(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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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得无限数据通信服务，可将手机连接到一般个

人电脑或手提电脑。这里所说的数据传输速率指的

是手机跟一般个人电脑或手提电脑之间的连接通信

速度，初始值为115K。

数据传输速率 菜单(8-0)

可以存储本机号码、联系电话以及电子邮件。

我的手机号码 菜单(8-9)

* 编辑电子邮件时，按 可以插入符号/^.^

/WWW。

可以查看手机的软件版本、日期和时间信息。

版本信息 菜单(8-*)

电子词典 菜单(9-1)

按上下键选择需要的单词，按OK键查看。

用左右键可以查看所查单词前面和后面的单词，

若想保存单词，按 后选择“存储”。若想查

找释文中不认识的词语，按 ，然后用导航键

选择词语，按OK键查看。

查找 菜单(9-1-1)

最近查找的单词 菜单(9-1-2)

可以确认最近查找过的词语。

单词册 菜单(9-1-3)

*

可以查看已保存的单词。

1.

2.

选择查找英文单词/查找中文单词，按OK键。

输入要查单词的一部分，会在输入窗的下端显示包含该

部分的待选单词。

用 更改文字输入法。

按 添加单词，输入单词，

按下方向键后输入解释内容，按OK键存储。

我的词典 菜单(9-1-4)

创建自己的汉语和英文词典。

3.

工具
按 ，以对已存储的单词进行如下操作：

查看／添加／编辑／删除/全部删除／汉语(英语)。

复习测试 菜单(9-1-5)

输入单词后，按OK键查看测试结果。也可以按

选择：跳过/正确答案/符号/复制文本/退出

颜色设定 菜单(9-1-6)

设置显示画面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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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菜单(9-2)

设定提醒后在屏幕上端出现 ，到指定时间后发出

提示，屏幕上显示：“提醒时间！”(滑盖被推开时)。

按OK键或按 停止，或者过1分钟后提示自动停止。

闹钟 菜单(9-3)

您可以设置手机闹钟，使其在指定时间提醒您。

本款手机不支持关机闹钟。

到了设定的时间，闹钟就会出现提示。此时您可

以按OK键选择“10分钟后”（根据休眠时间的设

置显示不同的选项）或“解除”。若选择“10分钟

后”，则闹钟就会处于休眠状态并在10分钟后再次

提示您。

注意！

１.休眠时间：闹钟第一次提醒离下次提醒的时间

间隔。您可以设置5分钟/10分钟/15分钟。

2. 闹钟有三种提醒方式：铃声/振动/同情景模式

－同情景模式：根据手机设置的情景模式的类

型而进行提示。若手机设置为振动模式，则到

了指定时间闹钟不会响铃而是振动提示。

计算器 菜单(9-4)

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和多种函数运算。运算

结果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

单位换算 菜单(9-5)

可以对长度、表面积、重量、体积、温度及速

度进行单位换算。

小数点 :

(   )  :

函数 :

:

秒表 菜单(9-6)

按 开始计时，按 取时或按 停止。

按 选择重设，则返回到初始状态。

重设后若要查看以前的取时记录，按 。最多可以

保存10个取时记录。

1. 在屏幕上端选择要换算的单位，然后输入数值。

2. 在屏幕的下端选择要换算成的单位后手机就

会显示换算后的数值。

世界时间 菜单(9-7)

可以浏览世界上主要城市的时间及大体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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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菜单(9-８)

使用蓝牙，您可以与近距离的可兼容移动设备、外围设

备和计算机直接通信，而无需任何连线。

本手机支持内置蓝牙连接，这样使其可与兼容的蓝牙手

机、计算机应用程序等连接。

由于蓝牙功能为手机的附带功能，因此支持的蓝牙功能

有限，主要支持jpg格式的图片/照片传输，电子名片传

输及蓝牙耳机。

蓝牙状态 菜单(9-8-1)

设置是否开启蓝牙功能。若选择“设置”，在待机屏

幕上端会显示蓝牙图标 。

配对设备 菜单(9-8-2)

按 查找，搜索可以配对的装置。

按 可以查看搜索到的装置的相关信息。

按 配对，需要输入蓝牙密码，输入您希望的密码。

显示设置 菜单(9-8-3)

设置电脑是否可以搜索到我的手机。

◆ 一次：我的手机可以被搜索到，但是3分钟后将转

换为隐藏状态。

◆ 解除：电脑搜索不到我的手机。

激活DUN 菜单(9-8-4)

DUN 为 Dial Up Networking 的缩写。

若设置DUN，则和其他的装置连接时，不辨别使用

者直接进行连接。

若设置解除，则只有通过USB才能使用PC Sync程

序。

装置信息 菜单(9-8-5)

查看手机的名称及ID，可以按OK键对我的手机名称

进行编辑修改。

注意！

Window支持的蓝牙适配器可能会和要安装的蓝牙

适配器发生冲突，此时，由于适配器程序之间不能

进行互换，因此建议您只使用一种程序。

解决方法（您可以任选一种）

1.在控制面板中找到蓝牙装置，将Window支持的设

置为解除，将安装的适配器激活。

2.将当前端口上安插的适配器安插到其他的端口上。

如何确认问题是否解决？

在Window的右下端显示栏内是否只显示一种蓝牙

装置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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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的“ ”标志不消失

在特定地区电话声音间断或中断

在特定地区跟特定电话机通话

时听到回声

屏幕上出现白线时

电池电量充足，手机却无法开机

现象描述 确认以下内容！

屏幕不亮

拨打或接听电话不良，通话中断

确认是否在可通话区域内。如果在可通话区域内还显示 标志，则关机后重新开

机，等2分钟左右。如果还是一样，请到信号覆盖范围好的地方试一试。

地区电波不稳定时，也有可能在通话中出现话音间断或中断的现象。请到其它地方

试一试。

电波不稳定或微弱或者移动通信网络繁忙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移动通信系统繁忙

导致的通话中断或音质较差等现象。过一会儿再使用或者到其它地方试一试。

这种现象被称为“回声现象”，这是因为自己或对方电话机音量过高，也有可能是

跟对方的有线用户交换机（半自动交换机）性能有关。

请拆下电池后重新插上，再次开机。如果还是一样，则将电池充足电后再使用。

长时间关机后连接电源或强行拆下电池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此现象对手机的寿

命和性能没有任何影响，过一段时间，自然会正常运行。

请拆下电池后重新插上，再次开机。如果还是无法开机，请把电池接触端口擦干

净，装上电池后重新开机。

手机发热

没有铃声，只有屏幕（LCD）

不停闪烁
在情景模式转换功能中将“静音模式”改设为“一般模式”

手机充足电后，仍然插着充电器 不影响电池的机能和性能。

通话、玩游戏或上互联网的时间太长时，都有可能导致手机发热，但不影响手机

寿命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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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显示良好，但无法接电话

显示输入密码的画面时

电池的使用时间与说明书

不同时

通过电脑无法下载铃声或图片时

现象描述 确认以下内容！

移动时未在该基站登录手机位置，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屏幕上出现输入密码的画面，是因为设置了锁定功能（参考34~35页）。这种情况

下，只需要输入密码，就可以使用菜单或功能（新产品的密码：0000）。

电池属于损耗品，待机时间会逐渐减少。待机时间比新电池的待机时间减少一半

以下时，请购买新电池。充完电的电池放置在低温或高温环境下，或者紧急放电

时，会缩短待机时间，请谨慎使用。

清除手机或充电器上的脏物

时，请不要使用化学品或清

洁剂，可以用橡皮或软布轻

轻擦拭

要拍照但是画面不干净时 数码相机镜头可能会有赃物附着，可以用柔软的布擦干净后再使用。

应清洁的部位：

用手机连接到联通的服务网址下载１个以上的应用程序，然后再通过电脑下载铃

声或图片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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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及特点 手机信息备忘录

◆ 不要将手机随便借给别人。
◆ 享受售后服务，请到本公司服务中心等指定地点。
◆ 丢失手机或手机被盗时，请立即向移动通信服务

企业申告。
◆ 使用非原装天线、充电器、免提套件、电池、数

据通信线、器具箱，有可能降低机器性能，引发

故障甚至导致人身伤害，因此必须要使用原装产品。

消费者注意事项

● 非常感谢您使用浪潮LG的手机。

● 本公司有权对产品的功能和外形进行修改而不
通知用户。

0.32W±50%

-20℃~+50℃

5%~95%

发送：824.64～848.37MHz

接收：869.64～893.37MHz

发送输出

温度范围

110g

外观（mm）

重 量

相对湿度

使用带宽范围
型号名称 KG90c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店

电话号码

序 列 号

电话号码

密 码

购买

地点

95×48×15.2mm

频率稳定度 分到频率的CDMA±3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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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费 服 务免 费 服 务

产品名称

购买日期

购买处

型号名称

制造编号

保证期限

◆ 浪潮LG按照消费者受害补偿规定对产品提供如下保证。

◆ 如果产品发生故障，请到购买处或附近的代理店出示保证

书，委托他们修理（如果无法到购买处或代理店，请向服

务中心联系）。

仅对在保证期限内因制造公司的过错发生的故障或自然发生的

故障提供免费维修服务。

①不属于故障

没有发生故障就要求修理时，会收取一定费用，请

读好用户说明书（若无法修好则采用其它基准）。

● 因顾客使用不熟练需要修理（丢失密码等）

②因消费者过错发生故障
● 因用户过错或处理不当而发生故障（摔坏、浸水、

碰撞、破损、过分用力）。

● 让本公司修理技师以外的人修理或改造而发生故障

或损伤。

● 因消费者故意行为或过错发生故障。

● 因使用非原装零件或配件发生故障或产品破损。

③其它情况
● 因天灾（火灾、酸碱腐蚀、水灾、电源异常等）发

生故障。

● 损耗性配件使用期满（电池、充电器、天线及其它

附加装备）。

* 若要退款，需要出示发票

补偿内容

保证期内 保证期后
消费者受害类型

购买后7天内要求重要修理

购买后15天内要求重要修理

更换或退款

更换产品

免费修理

更换产品或退款

更换产品或退款

更换产品或退款

收费修理

收费修理

因非人为原因2次内故障

因非人为原因3次故障

有维修零件，超过30日，

未完成修理

没有维修零件，超过60日，

未完成修理

1年

内手

机出

现故

障可

免费

维修

浪潮备注 : 以上内容均按照国家《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执行。

手 机

年 月 日

KG90c

购买之日起1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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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公 司 名 称 联 系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1     北京 北京联科畅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号有研大厦C座303 100088 010-62026912       

2     北京 北京辰昊世纪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大街157号 101100 010-69558196-16    

3     北京 北京京邮通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北路12 100077 010-67275486       

4     北京 北京京诚鸿波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65号二层 100010 010-84018104       

5     北京 北京鸿雁高天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翠微大厦写字楼809 100036 010-68134499       

6     天津 天津市滨顺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荣安大街60号 030101 022-27214501       

7    内蒙古 内蒙古中域时代移动器材有限公司 包头昆区钢铁大街27号 014010 0472-5119389       

8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广灵信通电子技术服务站 呼市新城区人民路1号烟草四经营部3层 010030 0471-6268878       

9    内蒙古 临河百货大楼家电经营部 内蒙古临河新华东街1号 015000 0478-8253236 

10    河北 河北华录通信器材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唐山市裕丰街裕兴楼11楼底商华录通信 063000 0315-7237809       

11    河北 河北永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银河北路38号永通通讯广场 065000 0316-2138005       

12    河北 石家庄菲斯特电讯客户服务中心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429号（东明桥东50米路北) 050000 0311-85668939      

13    河北 沧州市运西杨师傅手机部 沧州市西环中街新闻大厦一楼 061001 0317-2037776       

14    河北 邯郸市凌云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邯郸市中华北大街58号 056000 0310-3210899       

15    河北 保定市通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市裕华西路584号 071000 0312-7910200       

4008199999

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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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公 司 名 称 联 系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16    山东 济南新力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242-2号大东科技城3楼东 250014 0531-88933626        

17    山东 山东金网通信发展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烟台市南大街303号联通数码广场国贸大厦东一楼 264001 0535-6581998 

18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海溶普天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文化南路56号 271100 0634-5609797         

19    山东 青岛瑞锦祥电子有限公司 青岛市辽宁路238号科技广场2楼35室 266012    0532-83808667        

20    山东 山东金网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维修中心 泰安市东岳大街37号 271000 0538-8291555         

21    山东 山东金网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济宁市建设路87号金网手机维修中心 272000 0537-2354261         

22    山东 青岛金宏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 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银海恒基大厦L座 261041 0536-8217688         

23    山东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东路7号 255000 0533-2158717         

24    山东 山东金网通信发展有限公司东营维修中心 东营市西三路122-9号 257000 0546-7772711         

25    山西 山西亚利电子有限公司维修服务分公司 太原市新建南路11号212室 030001 0351-4163633         

26    山西 山西西贝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LG特约维修站 太原市大南门后铁匠巷8号 030001 0351-4170778         

27    山西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山西分公司 太原市后铁匠巷5号 030001 0351-4121125         

28    山西 宝鸡市渭滨区盛通电讯经营部 宝鸡市均利广场北路市政务大厅以东（夏新客服） 721000 0917-3206928         

29    山西 中国邮电器材西北公司通讯设备维修部 西安市西新街3号 710002 029-86691113         

30    上海 上海永服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普陀区曹杨路777号5楼 325000 021-62437426-83     

31    上海 中卫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江宁路1207号二楼 200060 021-62769841         

32    上海 上海罗松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大道842号 200021 021-58823153         

山东金网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淄博移动电话
共青团路售后服务中心

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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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公 司 名 称 联 系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33    上海 上海市商宝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龙华路2639号 200232 021-64570731         

34    江西 新余市中原数码电讯经营部 新余市抱石东大道（区法院1楼） 338025 0790-6249678

35    江西 南昌易迅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南昌市八一大道204号(省委党校旁) 330003 0791-6303755         

36    河南 郑州市乐金电子技术服务中心 郑州市东明南路62号 411100 0371-66367319        

37    河南 郑州黄金海岸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市西大街223-230号黄金海岸LG售后 450003 0371-66283875        

38    湖北 湖北襄樊天纬通讯有限公司 襄樊市长虹路239号 441000 0710-3237666         

39    湖北 宜昌飞浪家电维修有限公司 湖北宜昌市夷陵大道112号 443000 0717-6446629         

40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神州通讯器材经营部 荆门市长宁大道57号 448000 0724-2337037         

41    湖南 长沙优利科技电器有限公司 411007 0731-4446699         

42    湖南 衡阳市雁峰联通通信手机营业厅 衡阳市解放路183号 421001 0734-8245130         

43    湖南 长沙广乐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467号LG曙光集团院内 410001 0731-4111369         

44    浙江 杭州科泰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潮王路249号 310003 0571-88392771        

45    浙江 湖州吴兴绿苑手机维修服务中心 湖州市富城商楼步行街36-42号 313000 13157274503          

46    浙江 绍兴宁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市鲁迅西路100号联通营业厅 312000 0575-5122816         

47    浙江 嘉兴市诚信通讯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建国路中兴广场3-1031 314000 0573-2981666         

48    安徽 合肥佳元电子通讯产品技术服务有现公司 合肥市美菱大道153号 230022 0551-3427195         

49    安徽 安徽华益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宣城路98号怡景花园24-26号楼 230009 0551-4671666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524号金帆大厦
三楼60号（E时代数码广场）

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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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公 司 名 称 联 系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50    安徽 芜湖市龙禧通讯器材经营部 芜湖市中和路阳光商厦门面房5号 241000 0553-3816637         

51    安徽 马鞍山市鸿讯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湖东南路108-1号 243000 0555-2358585         

52    安徽 蚌埠市城东通讯器材商行 蚌埠市胜利中路35号（万达） 233000 0552-3919977  

53    江苏 常州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延陵西路27号中联商厦700室 213003 0519-8102990         

54    江苏 恒龙电讯(南京)有限公司维修中心 南京市丹凤街大石桥29号虹飞电信城4020室 210008 025-83191820         

55    江苏 南通飞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市南大街88号联通营业厅 226001 0513-85598081        

56    江苏 苏州市科讯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市广济南路190号 215008 0512-65588198        

57    江苏 无锡金里程科贸有限公司 无锡市县前东街11号 214002 0510-82736162-819 

58    江苏 南京明恒通信产品维修中心 南京市龙蟠中路93号 210018 025-83151011         

59    江苏 徐州骏达通讯有限公司 徐骏淮海东路145号骏达通信 221000 0516-83717199 

No 地区 公 司 名 称 联 系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60   黑龙江 牡丹江市南方电讯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东一条路爱民街78号 157000 0453-6912990         

61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亿隆通讯 佳木斯市长安路562号 154002 0454-8229811         

62   黑龙江 黑龙江省绥化市捷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二路安全局家属一楼 152054 0455-8328686         

63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鑫鹏电子维修服务部 哈尔滨市南岗区桥东街123号 150001 0451-83199608        

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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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公 司 名 称 联 系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64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腾飞通讯专营店 大庆市萨尔图区会战大街71号 163001 0459-6661117         

65   黑龙江 齐齐哈尔南国通讯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龙门街20号 161000 0452-2416111         

66    吉林 长春市朝阳区天富兴移动电话维修 长春市康平街10号 130061 0431-8940728         

67    吉林 松原市佳讯通信有限公司 松原市前郭育才街(邮局对面) 138000 0438-2138888         

68    吉林 吉林市万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河南街通信2号楼 132011 0432-2441755         

69    吉林 延吉市乐金电子维修部 延吉市友谊路26号 133000 0433-2568383         

70    辽宁 鞍山市联通分公司 鞍山市铁东区五一路58号 114001 0412-2216600         

71    辽宁 铁岭市新源盛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铁岭市银州区银州路 112000 0410-2853168         

72    辽宁 大连市沙河口区恒维电器维修服务部 大连市沙河口区长江路946号-12 116021 0411-84616938        

73    辽宁 抚顺市光大通讯器材经销处 抚顺市新抚区东七路七号 113008 0413-8228848         

74    辽宁 阜新凯隆通讯有限责任公司 阜新市海州区西市场3号楼128号 123100 0418-2831806 

75    辽宁 辽宁丹东天龙电脑有限公司 丹东市振兴区山上街95-2号 118000 0415-2198271         

76    辽宁 兴隆台现代电子技术服务中心 盘锦市兴隆台区平安街双兴小区28号楼底商 124010 0427-2897491         

77    辽宁 沈阳市铁西区天健通讯器材维修部 沈阳市铁西区南六中路16号1门 110001 024-25618170         

78    辽宁 沈阳市大东区鑫世博电讯器材维修 沈阳市大东区天后宫路59号 110000 024-88583903         

79    辽宁 辽阳市广播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辽阳市文圣路120号 111000 0419-3156589         

80    广西 广西中翔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广西省南宁市东葛路5号军区干休所1栋2楼 530021 0771-282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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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广东 广东大地通讯连锁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8号 523000 0769-22385678        

82    广东 顺德市大良镇龙电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基一路富业大厦48号 528300 0757-22222934        

83    广东 惠州市万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下埔大道15号新银广场2栋1楼 516001 0752-2111000         

84    广东 广州天河区科思电子产品维修部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科技东街54号 510000 020-87517491         

85    广东 江门市新联通信售后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华路88号 529000 0750-3166919         

86    广东 汕头蜂星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广东汕头市长平路中段华营数码广场首层蜂星维修中心 515041 0754-8945895         

87    广东 茂名市华天手机销售部 茂名市官山东路140号大院19栋7号 525000 0668-2881078         

88    广东 深圳市三瑞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强北路康乐大厦六楼653（国际电子城） 518031 0755-88862155  

89    广东 深圳市钛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幢中12楼A 518031 0755-83987928        

90    福建 龙岩祥欣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中山路大众影剧中心一楼左侧12-13号 364000 0597-5281555         

91    福建 福建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福州市五一中路124号美海大酒楼一层南端 350004 0591-87110821        

92    四川 四川省精联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绵阳市富乐路15号 621000 0816-6800387         

93    四川 自贡华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自贡市檀木林街283号 643000 0813-5515285         

94    四川 乐山市中心城区创联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乐山市人民南路129号 614000 0833-2123528         

95    四川 成都新空移动通信 成都市太升南路93号网通3楼 610016 028－86617678        

96    四川 眉山市眉州通讯器材维修中心 眉山市东坡区眉象路64-68号 620010 0833-8112266         

97    四川 攀枝花黑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炳草岗电信大楼旁中国联通 617000 0812-610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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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四川 南充市金马通信维修中心 四川省南充市人民中路22号新1栋1号 637000 0817-2222939         

99    四川 泸州华晨有限公司 泸州市南极路10号农业银行三楼 646000 0830-2293777         

100   四川 成都印象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市提督街58号锦阳商厦2楼 610017 028-86759959         

101   四川 德阳市区千程通讯器材经营部 德阳市长江西路通信大世界2楼 618000 13881081259          

102   四川 成都中邮高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市提督街57号锦阳商厦附一楼 610017 028-86755993         

103   四川 四川宜宾精英通讯客户服务中心 宜宾市东街151号 644000      0831-8229558/8227551

104   四川 广元市城区达讯手机保修维修中心 广元市新华街23号 628000 0839-3245556         

105   海南 海南太盟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市西沙路22号 570125 0898-66517289        

106   重庆 重庆永诚移动通信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渝中区八一路177号雨田大厦锦阳数码通信城3楼 400010 023-63762262         

107   重庆 成都英普瑞生通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歇台子科园六路东侧21号 400039 023-68721515         

108   云南 昆明网优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昆明市人民中路小西门联通营业厅 650031 0871-5391538         

109   云南 云南玉溪卓越通信有限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小庙街三组团1号（棋阳路28号） 653100 0877-6109969         

110   贵州 贵州省毕节市八达通讯维修部 贵州省毕节麻园大道 551700 0857-8310252         

111   贵州 贵州杰达通讯 贵阳市中华南路93号远通大厦三楼C3号 550002 0851-5808218         

112   贵州 成都中邮高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贵阳市中华南路91号万国大厦二楼 550002 0851-5833852         

113   新疆 乌鲁木齐贵丽电子 乌鲁木齐青年路26号日光花园2号楼17号门 830092 0991-8871299         

114   青海 西宁零点手机维修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西大街1号 810000 0971-823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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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宁夏 联通华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银川市湖滨西街131号 750001 0951-5068126         

116   西藏 西藏信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拉萨市北京中路农业银行联通售后维修中心 850000 0891-6324326   

117   甘肃 兰州科睿电子通讯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市城关区金昌南路360号 730050 0931－8823178        

以上内容是以2006年6月1日为基准，根据公司的情况有可能会变更，用户可拨打4008199999查询维修中心信息。

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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